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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量刑基准的回归

石经海*	

内容提要 为区别于根基性的刑罚正当化根据和指导性的量刑原则，量刑基准的概念

应从量刑方法意义上界定为，根据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事实所确定的用作量刑时起始标准

的刑罚量。基于定罪量刑关系等刑法原理，量刑基准不是在量刑环节根据拆分的犯罪构成

事实在法定刑内确定的“点”或“幅度”，而是根据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事实由定罪所确定

的法定刑本身。量刑基准在运行上不是先在确定量刑起点和基准刑基础上笼统地将案件所

有量刑情节放在一起予以量化运算，而是基于刑法立法关于免除、减轻、从轻、从重处罚量刑

情节的分级规定以及数罪并罚等的量刑制度，在定罪确定法定刑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的具体

量刑情节制度，依次作出免刑 / 处断刑、宣告刑和执行刑。

关键词 量刑基准 量刑方法 法定刑 量刑情节 依次适用

量刑基准问题，曾是我国理论上和实践中探讨与争议的热点问题，(1) 也是解决量刑失

衡和量刑公信力低的根本性问题。(2)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中，量刑基准（基

准刑）被认为是改革的“标志性词汇”和“基石概念”；(3)是“量刑过程的必经步骤”和“公

正量刑的重要保证”；(4) 其确定方法妥当与否，“直接影响量刑规范化改革能否取得预期

效果”。(5) 然而，由于量刑基准概念起源于德日刑法理论，我国对量刑基准（基准刑）的

概念界定与制度构建忽视了话语体系的本土语境，违背了制度设计的刑法原理，背离了

刑法规定的立法实际，使得其制度构建与实践运行，不仅成为量刑规范化改革向纵深推

进的瓶颈，也会使“智慧量刑”“智慧量刑建议”等新时代量刑举措因“量刑基准”误

 *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系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法应对研究”（项目

批准号：	20AFX012）的阶段性成果。

(1)	 如《中国法学》先后于 1999 年第 5 期和 2011 年第 1 期刊发了周光权教授的《量刑基准研究》和周长军教授的《量

刑治理的模式之争——兼评量刑的两个指导“意见”》。

(2)	 参见周光权：《量刑规范化：可行性与难题》，载《法律适用》2004 年第 4 期，第 60 页；周长军：《量刑治理的模式之

争——兼评量刑的两个指导“意见”》，载《中国法学》2011 年第 1 期，第 52 页。

(3)	 参见张向东：《从量刑基准到基准刑：量刑方法的革新》，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 年第 3 期，第 46 页。

(4)	 参见陈学勇：《关于量刑基准问题的新思考》，载《人民司法·应用》2008 年第 3 期，第 21 页。

(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项目组编：《量刑规范化改革——内容与解读》，2009 年内部编印，第 25-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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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而偏离改革的方向。(6) 本文试基于我国的话语体系、刑法的立法规定和定罪量刑的基

本原理，对量刑基准问题予以本体性的回归探究，以期对完善我国的量刑改革有所裨益。

一、量刑基准的概念厘清

“概念”是构建制度、形成判断、获得结论的基本逻辑起点。在我国量刑制度改革

的探索中，对作为量刑运行前提的量刑基准做符合中文语境、刑法立法和改革意旨的概

念界定与制度设计自然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由于学界在多个意义上使用“量刑基准”

一词，导致其“在我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成为一个相当混乱的概念”，(7) 不利于相关

量刑制度的合理构建和相关改革措施的有效推进。由此，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

项目组（以下简称“量刑改革项目组”）先后创造了“基准刑”和“量刑起点”的概念，

但在客观上并没有解决量刑基准的概念混乱问题。因此，量刑基准问题的研究首先需要

厘清其概念界定。

（一）量刑基准概念的研究状况

1. 量刑基准概念的学界之争

理论上关于量刑基准概念的代表性观点，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三种：（1）“量刑根

基”说。这是以刑罚正当化根据为量刑基准的理论观点。这一“源于德国、日本刑法理

论”(8)和作为德日刑法理论上重要代表性观点(9)的对量刑基准概念的理解与界定，为我国

多数学者所赞同或主张。(10) 如张明楷教授认为，“大陆法系国家的量刑基准一般采取并

合主义”(11)，其中，刑罚与罪行的轻重相适应“是首要的基准”，刑罚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

性相适应“是次要的基准”。(12) 在这里，所谓的首要基准（罪行的轻重）和次要基准（犯

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实际上都是作为量刑根基的刑罚正当化根据。(13)（2）“量刑原则”

(6)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被广泛应用，“智慧量刑”“智慧量刑建议”等的人工智能介入量刑活动也必将成为新时

代量刑的重要举措。然而，这些以量刑基准为基点展开的量刑活动，直接受量刑基准的科学合理性制约，并会因量刑

基准的不符合量刑规律而偏离量刑改革的方向。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于 2021

年 7 月 1 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1〕21 号），但只是新增了对认罪认罚等

的量刑指导意见，对量刑基准（量刑起点、基准刑）规定没作实质性改变。

(7)	 参见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36 页。

(8)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46 页。

(9)	 参见［日］曾根威彦：《量刑基准》，	载苏惠渔等主编：《中日刑事法若干问题》，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49	页

以下；［日］大谷实：《刑法总论》，	黎宏译，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232	页；等等。

(10)	 参见李冠煜：《从绝对到相对：晚近德、日报应刑论中量刑基准的变迁及其启示》，载《东方法学》2016 年第 1 期，第

55 页；苏永生：《“酌定从重处罚情节”之否定——一个罪刑法定主义的当然逻辑》，载《政法论坛》2016 年第 6 期，

第 143-144 页；等等。

(11)	 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58 页。

(12)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30-431 页。

(13)	 张明楷教授在 2016 年版《刑法学》中，将“量刑基准”理解为“处理刑罚正当化根据的二律背反的理论”，也即“在

肯定了只能在责任刑的限度内考虑预防目的的前提下，是在责任刑的‘点’之下考虑预防目的，还是在责任刑的‘幅

度’内考虑预防目的”。参见前注 (8)，张明楷书，第 546 页。鉴于对量刑规范化探索产生影响的是其早期观点，在此仍

以其早期观点为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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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是以量刑所遵循的原则（包括评价基础、评价立场和评价因素）为量刑基准的理

论观点，也是德日刑法理论(14)和我国部分学者所主张的代表性观点。如陈兴良教授认为，

“量刑原则，又称为量刑的基准”，主要解决“什么样的事项应作为考虑的对象”和“应

根据何种原则来进行刑罚的量定等问题”。(15) 显然，如此意义上的“量刑基准”，就是我

国《刑法》第 61 条规定的量刑一般原则。(16)（3）“量刑方法”说。这是以量刑时的起始

标准为量刑基准的理论观点，也是我国量刑改革中的主流观点。代表性的观点如：量刑

基准是“对已确定适用一定幅度法定刑的抽象个罪，在不考虑任何量刑情节的情况下，

仅依其构成事实所应当判处的刑罚量”(17)。显然，这里的量刑基准，只是对量刑情节适用方

法 (18) 的界定。同时，由于该观点的研究尚不深入，理论上对这个“起始标准”到底是法定

刑本身还是司法上在法定刑内确定的“刑罚量”是一个点还是一个幅度、是针对抽象个

罪还是具体个罪、是观念性的还是现实的尚存在对立性分歧 (19)。

2. 量刑基准概念的观点评析

基于概念的本土话语体系，本文大体上赞同第（3）种“量刑方法”说的观点。笔

者认为，其他两种观点至少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话语体系上的混用。据前所述，“量刑根基”说和“量刑原则”说对“量刑

基准”的界定，其实都来自德日刑法理论。从语言学上看，不同话语体系下的“术语”

概念，受其词义局限和所处“语境”的限制，难以有完全的相通性。因此，在基于各自话

语体系的对译中，需表述成各自语境中能够达意的相应术语概念，以融入相应的话语体

系。就“量刑根基”说与“量刑原则”说所言的“量刑基准”而言，在中文语境中对应

的基础词汇分别是“根基”(20) 和“原则”(21)，而不是“基准”，即“测量时的起始标准，泛指

标准”，(22) 因而不可以将它们直译为中文语境下的量刑基准，只能相应翻译或表述为量刑

(14)	 参见刘军：《从法定刑到宣告刑之桥梁的构建——以〈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为蓝本对量刑基准的解读》，

载《当代法学》2011 年第 3 期，第 76-78 页；［日］曾根威彦：《量刑基准》，载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形成

与特色》，法律出版社、成文堂 1997 年联合出版，第 139-141 页；城下裕二『量刑基準の研究』（成文堂，1995 年）

13-14 页；大谷實『刑事政策講義』（弘文堂，1996 年）200 页。

(15)	 参见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下卷），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9 页。

(16)	 参见陈忠林主编：《刑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68 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

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47-249 页。其实，立法是从量刑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角度规定量刑一般原则的。

由此，张明楷教授在其 2016 年版《刑法学》中将其称为“量刑根据”。参见前注 (8)，张明楷书，第 551 页。

(17)	 周光权：《量刑基准研究》，载《中国法学》1999 年第 5 期，第 128 页。

(18)	 参见前注 (8)，张明楷书，第 546 页。

(19)	 参见苏惠渔等：《量刑与电脑》，百家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1 页；顾肖荣、吕继贵主编：《量刑的原理与操作》，上海社

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7 页；萧开权：《量刑的基准》，载苏惠渔、西原春夫主编：《中日刑事法的理论问题》，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0-41 页；何鹏主编：《现代日本刑法专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5 页；前

注 (17)，周光权文，第 128 页；前注 (12)，张明楷书，第 434 页；林维：《论量刑情节的适用和基准刑的确定》，载《法学家》

2010 年第 2 期，第 36 页。

(20)	 “根基”是指“基础”。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604 页。

(21)	 “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参见前注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编书，第 1611 页。

(22)	 参见前注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编书，第 6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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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和量刑原则。易言之，“量刑根基”说与“量刑原则”说所言的“量刑基准”与中

文语境中的“量刑基准”并非同一概念，只是根基性的刑罚正当化根据和准则性的量刑

原则。

第二，存在意义上的虚化。“量刑根基”说与“量刑原则”说对“量刑基准”的概

念界定，使量刑基准本身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一方面，如果量刑基准就是量刑根基或

量刑原则，那么直接用量刑根基、量刑原则就直观明了，没必要创造和使用“量刑基准”

这一概念。另一方面，若一定要将中文语境中的量刑基准等同于德日语境中的量刑根基

或量刑原则，则因其根基性、原则性特质而必定使所谓的量刑基准在相关制度的构建和

运行中，因“不符合法官量刑思维”“不符合量刑过程的具体特点”“在方法论上不具有

可操作性”，(23) 而不能发挥它在量刑情节适用方法上的功能，不能满足规范化量刑的制度

构建需要。正因如此，“量刑改革项目组”才创造了量刑起点、基准刑的新概念。(24)

第三，实践指导上的错位。在中文语境下，量刑根基、量刑原则和量刑基准是彼此关

联的三个不同概念。虽然它们在公正量刑中都不可或缺，但分别是作为公正量刑的立场

性和根基性的正当性根据、一般性和规则性的原则指导、具体性和参照性的起始标准存

在的。明晰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正确构建量刑相关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反之，则可能

发生功能错位：如果以“根基”“原则”替代“方法”，在相关量刑制度构建与运行中，只

给出根基性、立场性的支撑或原则性、抽象性的指导，不给出量刑情节适用的起始标准，

难免会产生量刑的“估堆”化现象。另一方面，如果将三者混为一谈，而使方法性的量

刑基准缺少指导性的量刑原则和立场性的量刑根基的支撑，从而使量刑基准的寻找、确

定和运行变得盲目，必然出现后文所述的在法定刑内寻找量刑基准、在量刑环节确定责

任刑和根据犯罪构成事实裁处预防刑等悖论。

（二）量刑基准概念的本土回归

以上争议及其分歧的症结表明，任何概念的术语使用和内涵界定，只有基于本土语

境，才能很好地融入本土的话语体系，不与相关概念相混淆；才能满足本土的制度构建与

实践运行需要。由此，有必要基于本土语境对“量刑基准”的内涵予以界定。

1.“量刑基准”一词的术语回归

综观我国量刑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与理论上一般仍使用“量刑基准”一词不同

的是，在实践中先后使用了量刑基准、基准刑和量刑起点三个概念。其中，2007 年《量

刑指导意见》(25) 第八稿及以前版本中，使用的是“量刑基准”；(26)2008 年版和 2009 年版的

(23)	 参见前注 (3)，张向东文，第 40-41 页。

(2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项目组编：《〈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与“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

题的意见〉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7 页。

(25)	 这些“量刑指导意见”，在 2014 年 1 月 1 日前均称之为《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之后均称之为《关于常见犯罪的量

刑指导意见》。其中，“两高”于 2021 年 7 月 1 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1〕

21 号）。在本文中 , 均简称为《量刑指导意见》。

(26)	 这里的“量刑基准”, 是指“在不考虑各种量刑情节的情况下，根据罪行的大小相对确定的量刑基准点”。参见前注 (5)，

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项目组编书，第 203-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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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将“量刑基准”改为“基准刑”；(27)2010 年版的《量刑指导

意见（试行）》中，增加了“量刑起点”的概念，重新定义了“基准刑”，并一直沿用至今。(28)

在以上量刑制度改革实践中，之所以有如此概念的衍生与变迁，据“量刑改革项目组”

的解释，是因为理论上和实务中对量刑基准理解不一致，难以统一认识，因而主动抛弃原

初使用的“量刑基准”概念，创造了“基准刑”和“量刑起点”概念。(29) 但是，这种概念

创造，带来了理解上的更大困难和使用上的更多混乱。在理论上，通常是将基准刑与量

刑基准不加区分；(30) 在实践中，更是将基准刑和量刑起点等同于理论上的根基性、原则性

“量刑基准”，(31) 或者等同于方法性“量刑基准”。(32)“量刑改革项目组”虽然对此有过诸多

释读，包括出版专门的指导性书籍和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相关解读文章，但始终无法给出

一个清晰而又符合刑法原理的界定与界分，其导致在理论上被广为诟病。(33)

本文认为，解决以上混乱的有效方式，是让“量刑基准”一词回归本土语境。据资

料显示，中文语境下的“量刑基准”一词，最早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科研规划

项目“量刑综合平衡与电脑辅助量刑专家系统”课题组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探索电脑

辅助量刑时，针对从重从轻处罚提出的概念。(34) 认为电脑辅助量刑上的从重或从轻处罚

应建立在“量刑基准点”这个法律术语的基础之上，(35)	“必须以此（量刑基准）为基础”(36)。

之后，在我国量刑改革的早期地方探索 (37) 和《量刑指导意见》第八稿（2007 年）及以前

版本中，(38) 使用的均是量刑基准概念。这意味着“量刑基准”一词在我国量刑改革探索

中使用了近 20 年，是量刑探索及其传承的基础性概念。而且，从基准刑、量刑起点的实

质及其与量刑基准概念的关系来看，所谓的基准刑，只不过是量刑基准的属概念（刑罚

量）与数量要求，所谓的量刑起点，只不过是量刑基准的功能（用作量刑时起始标准），

它们都无法替代量刑基准概念使用。易言之，“量刑基准”一词及其术语，相对贴切和

(27)	 这两个版本的“基准刑”，分别是指“根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所应当判处的刑罚”和“在不考虑各种法定和酌

定量刑情节的前提下，根据基本犯罪事实的既遂状态所应判处的刑罚”。参见前注 (5)，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

项目组编书，第 190 页和第 170 页。

(28)	 这里的“量刑起点”，是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的刑罚量；这里的“基准刑”，是指根据其

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确定的刑罚量。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10〕36 号）、《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法

发〔2017〕7 号）、《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1〕21 号）。

(29)	 参见前注 (24)，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项目组编书，第 67 页；前注 (3)，张向东文，第 42-44 页。

(30)	 参见周光权：《量刑程序改革的实体法支撑》，载《法学家》2020 年第 2 期，第 25-35 页。

(31)	 参见前注 (4)，陈学勇文，第 21-25 页。

(32)	 参见前注 (5)，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项目组编书，第 256 页。

(33)	 参见冉巨火：《经验而非逻辑：责任主义量刑原则如何实现》，载《政治与法律》2015 年第 6 期，第 128 页；李彦泽：《量

刑起点、基准刑及宣告刑的确定依据》，载《人民检察》2018 年第 13 期，第 67 页；闫平超：《量刑规范化体系下的量刑

方法改革刍议》，载《法律适用》2020 年第 22 期，第 92-93 页。

(34)	 参见剑文：《量刑活动定量化、标准化的有益探索》，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 年第 5 期，第 198 页。

(35)	 参见前注 (19)，苏惠渔等书，第 100 页。

(36)	 林东品：《电脑量刑的价值与局限》，载《法学》1991 年第 5 期，第 29 页。

(37)	 参见前注 (5)，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项目组编书，第 256 页。

(38)	 参见前注 (5)，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项目组编书，第 203-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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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完整地表述了其“用作量刑时起始标准的刑罚量”的内涵与功能。

2.“量刑基准”概念的本文界定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认为，中文语境下的量刑基准，是指根据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事

实所确定的用作量刑时起始标准的刑罚量。如此界定，考虑了概念界定的如下规则：

第一，概念的本土性与个别性。本文的界定，既符合“基准”的“测量时的起始标准”

的通识中文含义，具有概念的本土性；又可以与中文语境下作为刑罚正当化根据的量刑

根基和作为量刑适用指导的量刑原则区分开来，具有概念的个别性。

第二，规范性概念的法律对应性。“量刑基准”作为体现立法规定及其制度构建与

适用的规范性概念，应在属概念和种概念上获得罪刑法定原则的支持和刑法相应规定的

对应。本文的界定，可以满足该规范性要求。一方面，在属概念上，所谓的量刑基准为一

定的“刑罚量”，它回答了以什么为量刑时的起始标准问题。在我国刑法立法上，“刑罚

量”包括刑法分则针对抽象个罪配置的法定刑幅度以及刑法总则规定的相应刑种和刑

度。另一方面，在种概念上，它回答了什么样的刑罚量才是量刑时的起始标准问题。本

界定要求“根据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事实”所确定的刑罚量，才是用作量刑时的起始标

准。从后文基于定罪量刑关系原理的分析来看，这个“刑罚量”，实际上就是立法上针对

抽象个罪所配置和司法上由具体个罪的定罪所确定的法定刑。这样，本界定在属概念和

种概念上都获得了罪刑法定原则所支持的法律对应。

第三，概念的争议消解性。这实际上是概念个别性要求的延伸。本界定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消解量刑基准确定和运行中的如下争议：（1）可以消解理论上的“点”“幅”分歧。

“点”“幅”论者虽有原则性分歧，但他们都以“法定刑幅度较宽”为由在法定刑内寻找

某个“点”或“幅度”作为所谓量刑基准。本文的如此界定，因否定了在法定刑内寻找

量刑基准的思路与做法，因而也就相应消解了由此产生的分歧与悖论。（2）可以规避实

务中的“点”“幅”混乱。在我国量刑改革的前期探索中，既有一些地方法院将量刑基

准明确为具体的“点”，(39) 也有最高法院在各版本《量刑指导意见》中，把量刑起点（量

刑基准）确定为“幅度”或“点”。(40) 本文的如此界定，也因否定了在法定刑内寻找量刑

基准的思路与做法，而相应规避了由此产生的混乱。（3）可以回应理论上的抽象与具体

的个罪争议。基于如此界定，量刑基准相对于量刑中的法官而言，既不可能是想象性或

观念性的东西，也不能是对应于具体幅度的抽象个罪，而后文的讨论表明，它应是在立法

上针对抽象个罪设置、在司法上经具体个罪定罪所相应确定的法定刑幅度。

(39)	 如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就把“法定刑仅为两个刑种的，以两个刑种的结合点为量刑基准”（第 12

条），认为量刑基准只是“点”而不是“幅度”。参见汤建国：《量刑均衡方法》，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 页。

(40)	 如规定，对于“抢劫一次，犯罪情节和后果一般的”，其量刑起点为“3 年至 5 年有期徒刑”；把盗窃犯罪的量刑起点（量

刑基准）确定为“点”，如“盗窃数额超过数额较大起点，并达到数额巨大起点的 1/3 的”，量刑起点为“1 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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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刑基准的实践误区

改革把量刑纳入庭审程序并全面提取与适用量刑情节，因非常有利于量刑的公平公

正而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相关理论与实践表明，我国的量刑规范化探索一直在质疑

与争论中前行。被质疑的并不是改革本身，而只是在法定刑内寻找、确定“点”“幅”量

刑基准以及由此对量刑情节予以量化运算的操作。深入考究量刑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这

些被质疑的，正是源自量刑基准的寻找、确定和运行误区，需要基于定罪量刑关系等原理

予以匡正，以使量刑基准的“法定刑”本体得以回归，使量刑改革的“瓶颈”得以破解。

（一）量刑基准的寻找误区

法定刑幅度“过大”和由此带来量刑裁量权“滥用”，一直最为量刑理论和实践所

诟病。由此，在德日两国催生了“点”“幅”量刑基准的理论探究与实践探索，在我国催

生了“将量化引入量刑机制”的量刑规范化改革。我国量刑改革的“主要内容和亮点”

是，在法定刑内寻找（确定）某个“点”“幅”作为基准刑（量刑基准），并由此构建“量

刑起点→基准刑→宣告刑”的量刑步骤和采用将量刑情节予以量化运算的“定性分析

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量刑方法，(41) 认为这是把法官量刑时心目中的“基准”提炼出来

予以规范化，从而“使量刑步骤得以具体化并具有可操作性”，“改变了长期以来广为人

们诟病的‘估堆式’量刑法”，“实现了量刑方法的革新”。(42) 殊不知，如此“基准刑（量

刑基准）”的寻找，存在方向、目的和经验上的误区。

1. 寻找的方向误区：法定刑幅度过大需要细化

综观世界各国关于法定刑立法的理论与实践，虽然理论和司法上对法定刑幅度“过

大”有过在法定刑内确定某个“点”“幅”为量刑基准的细化性探究，但始终未见有国

家启动立法程序将“宽大”的法定刑幅度缩小到以上细化性的理想状态。如此现实表明，

一方面，“较大”甚至“过大”的法定幅度，并非没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司法

上试图在法定刑幅度内寻找某个特定“点”“幅”为量刑基准，可能是找错了地方或找

反了方向。

第一，“过窄”法定刑幅度的追求并不是刑法发展的方向。在刑法发展史上，刑事

古典学派基于绝对明确的罪刑法定主义，反对司法上解释法律，反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主张法律越明确越细密越好。其结果，不仅是受到刑事近代学派的否定性批判，而且给

据此制定的法国 1791 年刑法典带来立法上的繁琐与适用上的困境。进而不仅是如此机	

	

(41)	 参见戴长林、陈学勇：《量刑规范化改革与实践》，载《法律适用》2011 年第 9 期，第 53-59 页。

(42)	 参见戴长林、陈学勇：《量刑规范化试点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审判》2009 年第 7 期，第 4-5 页；前注 (3)，张

向东文，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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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的立法很快就被1810年拿破仑刑法典所取代，(43) 而且是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也从一个极

端（古典学派时期的绝对报应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刑事近代学派时期的极端预防

主义），乃至最终走向理性（刑事现代学派时期的并合主义）。由此意味着，细密化的法

定刑幅度追求，并不是刑法立法和司法追求的方向。

第二，“宽大”法定刑幅度其实是抽象立法配置适应具体司法量刑的需要。一方

面，几乎所有成文法国家的刑法立法都将法定刑的幅度设为较为宽大，而且在新法制定

或旧法修订时都未缩小，这不是因为立法机关疏忽，而是因为法定刑幅度在实质上只是

立法上针对抽象个罪罪行和作为量刑时起始标准的责任刑配置。基于责任报应与预防

目的的关系，这个配置只有具备一定的幅度，才能满足千差万别和纷繁复杂的个案预防

刑调节裁处的个别化量刑需要，才使案件的所有量刑事实、量刑情节以及量刑法律和政

策在接受基于法官的知识、素养、经验等的价值评价后，能在法定刑幅度内有合理的“聚

焦”空间，才能真正贯彻落实罪刑相适应的要求，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与功能。因此，

立法上的法定刑幅度较为“宽大”，并不能成为司法上在法定刑幅度内寻找某个特定

“点”“幅”为量刑基准的理由。

2. 寻找的目的误区：防止量刑自由裁量权滥用

毋庸讳言，在法定刑内确定某个“点”“幅”为量刑基准（基准刑 / 量刑起点）的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量刑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诚然，针对“较大”甚至“过大”的

法定刑幅度，理论上和实践中的诘问与共识是，若不在法定刑内确定某个“点”“幅”为

量刑基准（基准刑 / 量刑起点），如何解决由此带来的滥用自由裁量权问题？其实，如此

诘问，是一个忽视罪刑法定原则和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内涵与功能的认知误区。

第一，法定刑幅度纵然“过大”也不应片面变相地适用。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具体

个罪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纵然立法设置的幅度“过大”，也因这是“立法”的规定，而

应在适用中坚守；不能为了“细化”而将其从具体个罪的刑罚规范体系中切割出来，作

为事实上适用的“司法法”去替代法定刑本身作为量刑时的起始标准适用。例如，经实

证统计，将强奸罪的量刑基准确定为有期徒刑 5-6 年。(44) 可这里的悖论是：若其为从重

和从轻处罚的起始标准，则它到底是强奸罪基本犯的法定刑“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还是加重犯的法定刑“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若是前者，则将这

个基于强奸案判决统计出来的“平均值”“一刀切”地为所有强奸罪基本犯的量刑基准，

必定会给具体个罪带来过重或过轻的量刑结果；若是后者，则不仅因“5-6 年”距“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要求过远，必定给具体个罪带来过轻的量刑结果，而且因“10 年以

上有期徒刑”并不是强奸罪加重犯的完整法定刑幅度，这实际上创造了“法外之法”。

按刑法规定，只有“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才是强奸罪加重犯的法定刑

(43)	 1791 年《法国刑法典》采用贝卡利亚的绝对罪刑法定主义，限制法官自由裁量，规定严格的法定刑。1810 年拿破仑

颁布的《刑法典》改变了 1791 年《刑法典》的以上绝对化思路，从绝对确定刑改成相对确定刑，法官可以在一定幅

度内自由量刑。

(44)	 前注 (19)，苏惠渔等书，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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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同时，“5-6 年”的量刑基准也无法为减轻、免除处罚量刑情节的适用提供标准。

以上等等悖论表明，在法定刑内寻找量刑基准的思路和做法是行不通的，需要按刑法立

法规定，基于具体个罪定罪所确定的法定刑幅度予以依法量刑。

第二，“过大”的法定刑幅度并非当然带来量刑裁量权滥用。基于量刑的基本原

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的是在遵循量刑规律的前提下，通过设置和适用完备的程序制

度，作出公正有效及符合刑罚目的的量刑判决。这意味着，量刑规范化的主要任务并不

是“限制”甚至“挤压”量刑裁量权的行使，而是要通过设置和适用完备科学的程序制

度，使其合法合规行使。而且，量刑裁量权本身也不是任意的裁量权，是基于案件的全部

事实和对接刑法的全部相应规范，在刑事政策等的指导下，基于法官个人的知识、经验、

良知和刑事一体化的法治思维，综合作出既合理又合法的量刑判决的权力。虽然在这过

程中，确实有法官心目中的“基准”在发挥作用，但如此“基准”只是相对于具体个罪

并综合个案全部量刑情节的“聚焦点”，并非是相对于抽象个罪的抽象化、普适性和“一

刀切”式的“量刑基准”。由此意味着，一方面，量刑裁量权的行使，虽然确实有“权力

过大”“不均衡”“不公正”的嫌疑与风险，但在以上量刑程序制度的规范控制下，通常

不会被滥用。而且，在量刑裁量权行使中，就像面试中不要求每位考官对考生打相同甚

至相近的分数一样，应当允许和尊重法官在基于事实和法律的量刑裁判中所作出的有差

异量刑。另一方面，不能对量刑裁量权的滥用问题，用因噎废食地以切割法定刑幅度等

背离刑法规定和异化量刑方式的做法去防范，应通过提升法官职业素养和完善量刑程序

制度，使其得到合理合法的解决。

3. 寻找的经验误区：域内外相关探索的借鉴

第一，借鉴美国量刑指南做法的不现实性。虽然美国作为判例法国家，为了解决量

刑差异和自由裁量权滥用的问题，制定了量刑指南。但这个拥有立法权的量刑委员会 (45)

所制定的对联邦法官具有约束力的联邦量刑指南，与其说是一个量刑方面的司法规则，

不如说是创设了 43 个罪行等级及其相应刑罚的“罪刑法”，(46) 其要解决的并不是在成文

法法定刑幅度内确定某个“点”“幅”为量刑基准，而是为量刑提供类似于成文法法定

刑的量刑时的起始标准，与我国量刑规范化实践所寻找的量刑基准完全不是一个层面的

东西。

第二，借鉴德日刑法“点”“幅”探索的不现实性。虽然在德日刑法理论上，确实早

就有作为量刑前提的“点”“幅”量刑基准的理论探究，但这个“处理刑罚正当化根据

的二律背反的理论”，(47) 在实质上只是如何在立法上针对抽象个罪的具体犯罪形态（基本

(45)	 这个“量刑委员会”（Sentencing	Commission）是由美国国会于 1984 年通过《量刑改革法案》专门设立，其九名成

员都是参议院决定后由总统任命，其制定的联邦量刑指南都需要报经国会审核批准后才能实施，并对联邦法官具有

约束力。

(46)	 参见［美］美国量刑委员会编撰：《美国量刑指南》，量刑指南北大翻译组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序言第 1 页、

第 44-65 页。

(47)	 参见前注 (8)，张明楷书，第 5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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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加重犯或减轻犯）配置予以责任报应的法定刑，以及在司法上如何基于量刑情节制

度裁量作出实现预防目的的量刑裁决；其所探讨和争议的，并不是如何在法定刑内寻找

和确定作为量刑时起始标准的量刑基准。虽然其在理论和实践中也早有寻找和推动细

化法定刑幅度的探究，但终究也都是不了了之。因此，德日刑法关于“点”“幅”量刑基

准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量刑基准的制度构建和实践运行都不具有现实的可借鉴性。

第三，以我国早期的量刑量化探索为支撑的不现实性。虽然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

至 21 世纪初就分别有“电脑辅助量刑”和“量刑精确制导”的理论成果，但这些以精

确数学为理论基础的量化研究成果，本身就存在对数学与作为“软科学”的社会科学关

系的认识误区问题，无法成为推行量化量刑的理论支撑。其诸如“5-6 年”的强奸罪量

刑基准成果，(48) 不仅给量刑带来如前所述的诸多悖论，而且也会使由此展开的量刑及其

“智慧量刑”“智慧量刑建议”偏离量刑的规律。

（二）量刑基准的确定误区

量刑基准如何确定，包括在什么环节和根据什么确定，是决定量刑如何运行以及能

否作出公正量刑结论的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综观量刑改革实践，有关量刑基准的争议，

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量刑基准在确定环节和确定根据上的误区。

1. 量刑基准的确定环节误区：在量刑环节确定量刑基准

按照《量刑指导意见》，作为量刑基准意义上的量刑起始标准，是“量刑时”以“定

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所确定的量刑起

点和“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犯罪事实”所确定的基准刑。(49) 如此要求在量刑环节确定量刑

基准的思路和做法，至少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不符合定罪量刑关系原理。从定罪量刑关系原理来看，定罪不是为了定罪而

定罪，而是为量刑提供基础和前提。从刑法的规定来看，这个“基础”和“前提”不是

抽象和空洞的，而是有具体内容的。一方面，定罪不是只要定出“罪名”，而且要定到是

基本犯还是加重犯或减轻犯；另一方面，定罪要为量刑相应确定作为起始标准的法定刑

幅度。由此，定罪只有定到相应的基本犯等具体犯罪形态，才能相应确定立法上配置的

法定刑幅度，才能为具体个罪量刑提供起始标准。基于定罪量刑的以上关系，量刑基准

的确定不是在量刑环节，而是在定罪环节。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将量刑基准的确定根据

认知为“犯罪构成事实”也表明，量刑基准只能是在定罪阶段相应确定。因为，犯罪构

成事实只能用于定罪而不能用于量刑，否则就不是犯罪构成事实而是量刑事实。	

第二，不具有并合主义的正当化根据。在现代刑法上，基于贯彻罪刑法定和罪刑相

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的需要，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应当坚持以责任报应为基础和以犯罪预

(48)	 参见前注 (19)，苏惠渔等书，第 83 页；前注 (2)，周光权文，第 62 页。

(49)	 据 2021 年版《量刑指导意见》关于“量刑的基本方法”的规定，“量刑时，应当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依

次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和宣告刑”。其中，在量刑步骤上，“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

起点”和“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确

定基准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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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为目的的并合主义。基于如此正当化根据，量刑也应相应为以责任刑（报应刑）为

基础和以预防刑为调节。可这并不意味着，责任刑就是在量刑环节和通过量刑的根据确

定的，相反，其作为实现责任报应和刑法正义的要求和体现，是先在立法上针对罪行（基

本犯、加重犯、减轻犯）的责任配置法定刑幅度，再在司法上通过具体个罪的定罪予以相

应确定，并用作预防刑裁量调节的基准。这意味着，一方面，在司法上，责任刑与预防刑

的裁处是分别在定罪环节和量刑环节，并分别由定罪和量刑完成。其中，前者是后者的

基础，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根据前者评价根据以外的事实根据，包括罪前、罪中和罪

后的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和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事实予以调节裁处的。

另一方面，欲在量刑环节和在责任刑（法定刑）幅度内寻找和确定某个“点”“幅”为

量刑基准是无法获得并合主义的刑罚正当化根据支持的。

2. 量刑基准的确定根据误区：对犯罪构成事实进行拆分

依据《量刑指导意见》，作为量刑基准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分别是由“基

本犯罪构成事实”和“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

确定的。(50) 其中，所谓“基本犯罪构成事实”是指“刑法条文就某一犯罪的基本形态所

规定的犯罪构成（事实）”；所谓“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是指“具体犯罪行为

超过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的加重结果事实”，如“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前

者如故意伤害他人致 3 人重伤中的“致 1 人重伤”，在情节一般，没有达到本罪第二档加

重犯（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犯罪构成要求（即“致人死亡或者

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的情形下，是《刑法》第 234 条关于故意

伤害罪的第一档加重犯（处 3-10 年有期徒刑）的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后者如其中的“致

另 2 人重伤”，是本档加重犯的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51) 据此，量刑改革实践中

分别用作“量刑起点”和“基准刑”确定根据的“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和“其他影响

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实际上是对“犯罪构成事实”进行数量拆分形成的。应当说，如

此思路与做法，是对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犯罪构成事实的认知误区。

第一，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划分并不需要对犯罪构成事实予以数量拆分。诚然，

基于罪刑相适应原则，定罪量刑必须禁止对同一事实进行重复评价。然而，这并非要以

对犯罪构成事实进行数量拆分方式来实现。考究刑法立法的相关规定会发现，禁止重复

评价所禁止的其实是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法律评价，让犯罪人本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增加或

减少。若这些评价让犯罪人本应承当的刑事责任没有变化，只是分别基于定罪与量刑评

价的需要，则这不是刑法上的重复评价。例如，对于“12 岁的甲某故意杀人”的事实，在

定罪时提取其“已满 12 周岁”的故意杀人罪刑事责任年龄的法律属性，作为犯罪主体

要件（定罪事实）用于定罪，在量刑时提取其“不满 18 周岁”的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的法律属性（量刑事实）用于量刑。这里的对“12 岁的甲某故意杀人”分别进行的定

(50)	 参见前注 (25)，《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1〕21 号）。

(5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项目组编写：《量刑规范化办案指南》，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7、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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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和量刑评价，并不属于刑法禁止的重复评价。(52) 这意味着，要避免对同一事实的定罪与

量刑重复评价，并不需要采取数量拆分方式，而只要分别基于相应法律规定做不同法律

属性评价即可。据此，对于“故意致 3 人重伤”这个犯罪事实，只要依照《刑法》第 234

条关于“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规定，将其评价为故意伤害罪第一档加重犯的“重伤”，

作为犯罪客观方面要件用于定罪，同时依照《刑法》第 61 条关于量刑根据（一般原则）

和第 5 条关于罪刑相适应原则规定，将其评价为比“致 1 人重伤”具有更大社会危害性

而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量刑事实，无需对其予以数量拆分，是完全可以贯彻罪刑相适应

原则来依法定罪和量刑的。

第二，犯罪构成事实本身不可能用于量刑评价。综观量刑改革实践，之所以采用对

同一犯罪事实在数量上拆分为分别用于确定量刑起点和基准刑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

源于对犯罪构成事实与犯罪事实、犯罪事实与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间关系的混淆不清。

在刑法理论上，犯罪事实有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之分。其中，凡是用来对接刑法关于犯

罪成立要件规定予以定罪评价的事实都是定罪事实；凡是用来对接刑法关于量刑情节制

度规定予以量刑评价的事实都是量刑事实。虽然如此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有犯罪事实

与非犯罪事实（罪前和罪后形成的）之分，但凡是在犯罪过程中形成和用于评价犯罪行

为社会危害性有无或大小的事实，都是犯罪事实，都分别依法用于定罪和量刑。其中的

定罪事实就是犯罪构成事实，是用来对接刑法关于犯罪成立要件规定予以定罪评价的，

无所谓“基本的”与“其他的”之分；只要是“犯罪构成事实”就一定是用来定罪的，

否则就不是“犯罪构成事实”，而是量刑事实。据此，《量刑指导意见》规定的用以确定

“量刑起点”的所谓“基本犯罪构成事实”，显然不是在量刑环节用以确定所谓“量刑起

点”的量刑事实，而是在定罪环节用于定罪的定罪事实；用以确定“基准刑”的所谓“其

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53)在不属于某个罪名的基

本犯、加重犯或减轻犯成立要件评价对象的情况下，都只是用于量刑和评价其社会危害

性大小的量刑事实。

（三）量刑基准的运行误区

据《量刑指导意见》，规范化量刑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基本方法，

依次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宣告刑”。(54) 如此规定，是对量刑基准的量刑情节适用

和法定刑的适用运行的基本要求。可如此要求，虽然强调量刑的基本方法“以定性分析

为主”，但因其量化运算结果实质上限制着量刑结果的作出，而在实质上仍以定量分析为

主，并由此带来量刑基准的情节适用和法定刑运行误区。

(52)	 参见石经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重复评价问题研究》，载《现代法学》2014 年第 6 期，第 93 页。

(53)	 参见前注 (25)，《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1〕21 号）。

(54)	 参见前注 (25)，《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1〕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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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量刑基准的情节适用误区：不同层级情节放一起量化运算

据《量刑指导意见》，量刑情节有“一般量刑情节”和“特定的量刑情节”之分。(55)

对于前者，根据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法；对于后

者，也根据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采用“部分连乘、部分相加减”的方法，在量刑起

点基础上调节所谓的基准刑，甚至还将“被告人犯数罪、同时具有适用于各个罪的立功、

累犯等量刑情节”，也“先适用该量刑情节调节个罪的基准刑”和“确定个罪所应判处

的刑罚”，再通过数罪并罚确定执行的刑罚。(56) 如此方法，实际上是既不区分案件是否为

个罪与数罪、是否为基本犯与加重犯、减轻犯，也不问量刑情节是从轻从重处罚的还是减

轻、免除处罚的，全部笼统地予以量化和一起量化运算，从而违背了刑法关于量刑情节制

度运行和法定刑运行的立法规定，继而出现量化结果为“在法定最高刑以上”加重处

罚 (57) 的悖论局面。(58)	

其实，在我国的刑法立法上，是对量刑情节制度做了明确的分级规制的。首先是针

对“具体个罪”的情节性规制。包括《刑法》第 62 条关于法定或酌定从重从轻处罚的

情节性规定，要求在作为量刑基准的法定刑幅度内裁处；《刑法》第 63 条关于法定或酌

定减轻处罚情节的运行规定，要求在作为量刑基准的法定刑的下一个或几个量刑幅度内

裁处；《刑法》第 37 条关于法定或酌定免除刑罚处罚情节的运行规定，要求不做刑罚裁

处，只单纯宣告有罪或仅给非刑罚处罚的裁量。其次是针对“全案情况”的制度性规制。

包括《刑法》第 69 条等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要求先针对案件个罪分别定罪和宣告裁

处的刑罚（宣告刑），再依数罪并罚的原则决定执行的刑罚（执行刑）；《刑法》第 41 条、

第 44 条和第 47 条等关于刑期折抵制度的规定，要求先行羁押 1 日折抵行为人全案判处

的管制 2 日和拘役、有期徒刑 1 日；《刑法》第 72 条等关于缓刑制度的规定，要求对全案

被判处拘役和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在一定条件下适用缓刑。

以上情况表明，在法定刑的运行过程中，只有从重和从轻处罚量刑情节的适用在同

一层级同一阶段，即在同一“法定刑幅度内”。那些基于免除处罚、减轻处罚量刑情节和

数罪并罚、刑期折抵、缓刑等量刑制度适用与量刑裁处，是分别处于“免刑”“处断刑”“执

行刑”量刑阶段和分别针对具体个罪的“不给刑罚处罚”“下一个或几个法定刑内”及

基于全案综合考量的层级，并非当然在同一具体个罪的裁处阶段或在同一法定刑内层级

的裁处。这意味着，一方面，笼统地将那些具有可以或应当减轻、免除处罚功能的量刑情

节与从重、从轻处罚情节一起量化运算和据此作出宣告刑的规范化量刑思路和做法，是	

	

(55)	 即具有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防卫过当、避险过当、

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等量刑情节。

(56)	 参见前注 (25)，《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1〕21 号）。

(57)	 参见陈学勇：《确定宣告刑的方法》，载《人民法院报》2011 年 7 月 20 日，第 6 版。

(58)	 1997 年刑法为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精神，彻底废止了“加重处罚”的量刑情节。也就是在现行刑法的立法

和司法上，绝对不存在加重处罚的量刑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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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刑法以上关于从重、从轻、减轻、免除量刑情节的立法规定和设置机理的；(59) 另一方

面，具体个罪所具有的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等功能量刑情节，不可简单地放在一起

笼统适用，而应基于它们在不同法定刑幅度内的立法规定与特点，分级分段依次适用。

2. 量刑基准的法定刑运行误区：量刑起点→基准刑→宣告刑

据《量刑指导意见》，在法定刑的运行上，是先后“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

刑起点、“在量刑起点基础上”确定基准刑和“综合考虑全案情况”确定宣告刑。(60) 如

此依次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宣告刑”的量刑步骤，显然与刑法关于法定刑运行的

立法规定相背离。

综观我国刑法关于量刑情节制度的以上立法规定，法定刑实际上是按“（个罪）免

刑 / 处断刑→（个罪）宣告刑→（全案）执行刑”的常规流程分段运行裁处的。具体是：

在量刑前，先根据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事实通过定罪确定法定刑幅度；再在量刑中，在法

定刑基础上和在具体个罪存在免除或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时，对其作出“免刑”或“处

断刑”裁处，从而对具体个罪不给予刑罚处罚或为具体个罪确定下个量刑幅度的法定刑，

作为本罪宣告刑裁处的标准；接着在具体个罪存在可以或应当从轻或从重处罚的量刑情

节时，对其作出“宣告刑”裁处，即在定罪或处断刑确定的法定刑幅度内，综合本具体个

罪各从轻或从重量刑情节宣告本具体个罪所应判处的刑罚种类与刑罚量；最后基于全案

的数罪、先行羁押和涉及的其他量刑事实，据刑法的数罪并罚、刑期折抵、缓刑等制度规

定，裁处拟移交行刑阶段执行的执行刑。

以上刑法立法关于量刑情节的分级分段适用和法定刑的分级分段运行，其实在理论

上也早有一定程度上的阐述。如，日本刑法学家木村龟二教授在 1981 年就指出，刑罚在

适用时是针对每个具体案件的情况，按“法定刑→处断刑→宣告刑”的流程分段裁量。(61)

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家高仰止教授在 1983 年就认为，法定刑通常按“法定刑→处断刑

→宣告刑→执行刑”四个阶段先后适用。(62) 我国大陆地区学者顾肖荣、萧开权也在 1991

年就从“量刑的专有名词”角度，阐述了“法定刑”“处断刑”“宣告刑”“执行刑”的

适用问题，(63) 其中认为，处断刑实际上也是“以法定刑为基准”，因为在案件存在加重或减

轻处罚情节时，是“先加重减轻后从轻从重”，它们都是“根据法定刑来的”，都是“按法

(59)	 对此，传统经验量刑法也同样有被诟病的问题。虽然传统经验量刑法在总体上符合定性分析原理，但因其也是笼统地

将从重、从轻、减轻、免除量刑情节笼统地放在同一量刑幅度内，“综合地估量出对犯罪人判处的刑罚”，	而被理论与实

务界诟病为“估堆”。

(60)	 参见前注 (25)，《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1〕21 号）。

(61)	 参见［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顾肖荣等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91 年版，第 432 页。

(62)	 认为首先为刑罚之分则各本条适用，即所谓“法定刑”。次为经总则上修正法定刑后之“处断刑”之适用。再次为裁

判上之适用，所谓“宣告刑”。如数罪并罚场合，最后定其应执行之刑，即所谓“执行刑”。”其中，所谓处断刑，是在案

件本身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在法定刑以上或以下判处刑罚时，对法定刑加重或减轻后的、作为宣告刑基础的刑度；所谓

宣告刑，是指裁判上实际量定宣示之刑罚，是裁判官就特定犯罪，在法定刑或处断刑范围内，量定一定之刑罚而为科处

之宣示刑罚的情形；所谓执行刑，“乃数罪并罚中，就各罪之宣告刑，合并而定其应行执行之刑罚也”。参见高仰止：

《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483 页。

(63)	 参见前注 (19)，顾肖荣、吕继贵主编书，第 39-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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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刑加或按法定刑减”。(64) 以上等等的理论阐述，虽然没有完整地揭示法定刑的运行过程

或内容（如免刑和刑期折抵等的裁处），但也较为充分地表明了，法定刑按“法定刑→处

断刑→宣告刑→执行刑”的流程运行，并非是没有理论基础的，只是当前理论与实践对

其缺少必要关注而已。

三、量刑基准的本体回归

基于前述对量刑基准概念的厘清与实践误区的匡正，量刑基准既不是法定刑内的某

个“点”或“幅度”，也不是按“量刑起点→基准刑→宣告刑”的流程运行，而应是依定

罪量刑的基本原理和刑法立法的规定合理合法地确定与运行。

（一）量刑基准的本体：定罪所确定的法定刑幅度

这是由定罪的功能及其与量刑的关系原理决定的。表现为定罪既不是为了定罪而

定罪，也不是只定到罪名，而是要定到该罪名的轻重犯罪形态（基本犯或加重犯或减轻

犯），进而为量刑确定相应的法定刑幅度，以作为量刑起始标准的量刑基准。如此确定的

具体个罪的法定刑幅度，才是量刑基准的本体。

1. 定罪的程度：轻罪还是重罪

从与量刑的关系来考察，定罪的功能是“量刑的基础和前提”。一方面，定罪的规范

根据不仅是规范意义上的罪名，而且还包括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另一方面，具体个罪

的犯罪构成在刑法立法上与罪名间大多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对于那些设有基本犯、

加重犯 (65) 或减轻犯的罪名，有普通的犯罪构成、加重的犯罪构成和减轻的犯罪构成之分，

而并非是一个罪名一个犯罪构成。这就意味着，凡是设有基本犯、加重犯或减轻犯的罪

名，定罪并不是只定到罪名就可以了，还需根据具体个罪的定罪事实和定罪情节，定到该

罪名下的基本犯或加重犯或减轻犯。

例如《刑法》第 234 条对故意杀人罪设有基本犯和减轻犯，分别对应狭义的罪状“故

意杀人的”与“情节减轻的”，以及广义的罪状“年满 12 周岁或 14 周岁的行为人故意

实施非情节较轻的剥夺刑法所保护的他人生命权的行为”的犯罪构成与“年满 14 周岁

的行为人故意实施情节较轻的剥夺刑法所保护的他人生命权的行为”的犯罪构成。作

为具体个罪的故意杀人罪，需要基于以上不同犯罪构成作出基本犯或减轻犯的定罪。又

如《刑法》第 234 条对故意伤害罪设有基本犯、第一档加重犯和第二档加重犯，分别对

应狭义的罪状“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致人重伤的”和“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

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以及广义的罪状“年满16周岁的行为人故意实施轻伤（通

常情况下）的侵害刑法所保护的他人健康权的行为”的犯罪构成、“年满 14 周岁的行

(64)	 参见前注 (19)，萧开权文，第 40-41 页。

(65)	 有的罪名如交通肇事罪、故意伤害罪、贪污罪、受贿罪等，设有多个档次的加重犯，在此分别称之为第一档加重犯、第二

档加重犯等。这种罪名，在我国刑法中为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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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故意实施一般重伤的侵害刑法所保护的他人健康权的行为”的犯罪构成和“年满

12 周岁的行为人故意实施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刑法

所保护的他人健康权的行为”的犯罪构成。作为具体个罪的故意伤害罪，需要基于以上

不同犯罪构成作出基本犯或第一档加重犯或第二档加重犯的定罪。

因此，诸如《刑法》第 234 条中规定的“重伤”“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

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都只是用作加重犯定罪的定罪情节，而不是加重处罚的量刑情

节。一方面，我国现行刑法为了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精神已废止了“加重处罚”

的量刑情节规制；另一方面，凡是立法上配置了法定刑的加重或减轻事实，都不是量刑情

节，而是属于某个罪名下的加重犯或减轻犯的罪状组成部分的定罪情节。在刑法上，与

定罪情节不同的是，量刑情节都是以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功能”出现与判断

标志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将以上加重的定罪情节及其所形成的加重犯理解为

加重处罚的“升格”量刑情节，不仅是混淆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而且直接影响到定

罪的程度及定罪与量刑关系的司法实现，以及作为量刑起始标准的量刑基准确定。

2. 定罪对量刑的功能：确定法定刑幅度

法定刑是指分则条文对具体犯罪规定如何处罚的刑种和刑度规定。它与罪名并非

是一一对应关系。在罪名下设有基本犯、加重犯或减轻犯的情况下，法定刑是与该罪名

下的基本犯、加重犯或减轻犯一一对应设置的（除非罪名只有一个基本犯）。如此对应

设置的法定刑，通常采用相对确定法定刑的立法模式，使得各具体法定刑有一定幅度或

裁量空间（通常称之为“法定刑幅度”或“量刑幅度“）。(66) 由此，只要定罪到该罪名的

基本犯、加重犯或减轻犯，也就相应确定了具体个罪的法定刑幅度及其作为量刑起始标

准的量刑基准，使得量刑具有根据据量刑情节制度对责任刑予以调节的“基础”“前提”

和“起点”，使得并合主义的刑罚正当化根据与建立在责任报应基础上的目的预防得以

体现和实现。

例如，对于故意伤害行为，若伤害是轻伤或非情节显著轻微的轻微伤，则定为本罪的

基本犯，相应确定的法定刑幅度为“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若伤害为一般

重伤，则定为本罪的第一档加重犯，相应确定的法定刑幅度为“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

期徒刑”；若伤害是“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则定为

本罪的第二档加重犯，相应确定的法定刑幅度为“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

死刑”。在以上确定的法定刑幅度（责任刑）基础上，各具体个罪的量刑得以根据相应

的量刑情节展开，以实现刑法目的预防的宣告刑和执行刑。

（二）量刑基准本体的运行：法定刑的适用展开

以上作为量刑基准本体的法定刑，在量刑中和通常情况下，应依立法规定按“（个

罪）免刑 / 处断刑→（个罪）宣告刑→（全案）执行刑”的常规流程依次展开。

(66)	 纵然是作为绝对确定法定刑代表的“处死刑”规定，如《刑法》第 239 条规定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

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也因存在死缓制度而在客观上是相对的。



中国法学 2021 年第 5 期

300

1. 免刑的裁处

在刑法立法上，免除刑罚处罚是针对具体个罪的刑事责任实现方式。根据我国《刑

法》第 37 条等的规定，具体包括不给予刑罚处罚而只作单纯有罪宣告和不给刑罚处罚

但可能给予非刑罚处罚两种情况。虽然免刑是不给予刑罚处罚，但也是相对于作为量刑

基准的法定刑作出。一方面，免刑基于《刑法》第 37 条等的关于免除刑罚处罚即免刑

的制度性规定，并以“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为适用条件，具体根据刑法规定

的应当或可以免除处罚的量刑情节适用；(67) 另一方面，虽然是不给予刑罚处罚，但也要以

定罪确定的法定刑幅度为参照物（量刑基准），否则，就因缺少了被免除的“刑罚”对象

而使如此免刑裁处缺少针对性和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定罪确定的法定刑幅度也是免

刑裁处的量刑基准。

2. 处断刑的裁处

在我国现行刑法上，所谓的处断刑仅指在基于具体个罪定罪所确定的法定刑基础

上，根据具体个罪的减轻处罚情节所裁处的下一个或几个法定刑幅度。(68)	综观《量刑指

导意见》，虽然其中也有诸如“依法在法定最低刑以下确定”的要求，如在宣告刑的确定

方法中，要求“如果具有应当减轻处罚情节的，应依法在法定最低刑以下确定宣告刑”。

但这一方面不是将包括酌定减轻在内的所有减轻处罚放在其应在的法定刑幅度层级裁

处，并非是所有减轻处罚都在量刑基准的下一个或几个法定刑幅度内专门考量；另一方

面，纵然是有如此要求，但也因《量刑指导意见》的量刑情节量化规则而在实质上仍是

与其他功能的量刑情节一起量化运算。其中典型的是，将那些具有法定或酌定减轻处罚

功能的“常见量刑情节”的量化标准上限都限制在 20%～60% 不等内，无法据此确定多

少百分比是在法定刑以下的“下一个”甚至“下几个”法定刑幅度内裁处刑罚。因此，

处断刑的裁处需首先摒弃在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基准的思路和做法，直接以定罪确定

的法定刑为量刑基准。	

第一，基于法定减轻处罚的处断刑在下一个法定刑幅度内裁处。按《刑法》第 63

条第 1 款关于法定减轻处罚的规定，处断刑需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

处”。这意味着，基于法定减轻处罚的处断刑，在实质上是具体个罪定罪确定的法定刑幅

度的下一个法定刑幅度，而不是下一个法定刑幅度内的某个刑种、刑度。例如，在《刑法

修正案（八）》颁行之前的《刑法》第 264 条关于盗窃罪的原规定中，在主刑上分别基

于基本犯和三档加重犯规定了四个法定刑幅度，依《刑法》第 63 条规定，对应第三档加

重犯量刑幅度“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应是“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而不是“死刑”下的“无期徒刑”和“无期徒刑”下的“10 年以上有

期徒刑”。又如，对于故意伤害案，若案件所涉犯罪为故意伤害罪的基本犯，则定罪确定

(67)	 这意味着，不仅犯罪人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而且其人身危险性大小可以忽略不计。如“在外国已经受过刑

罚处罚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没有造成损害的中止犯”，应当免除处罚。

(68)	 基于全面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践行宪法规定的人权保障原则的需要，现行刑法取消了 1979 年刑法施行期间的“加重

处罚”的量刑情节规定，所以，处断刑就只有基于减轻处罚情节这一种情形。



论量刑基准的回归

301

的法定刑为“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在具体个罪存在法定或酌定减轻处

罚情节时，如具有“因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的

坦白情节，其处断刑就是“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即

“免予刑事处罚”（包括给予非刑罚处罚或单纯宣告有罪）；若案件所涉犯罪为故意伤害

罪的第二档加重犯，则定罪确定的法定刑为“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在个案存在以上坦白情节时，其处断刑就是以上量刑基准的下个量刑幅度，即“处 3 年

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法定刑。

第二，基于酌定减轻处罚的处断刑在不受限制的下个法定刑幅度内裁处。按《刑法》

第63条第2款关于酌定减轻处罚的规定，处断刑需“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意味着，

基于酌定减轻处罚的处断刑，在实质上是具体个罪定罪确定的法定刑幅度的下一个或下

几个法定刑幅度。这除了其下一个法定刑幅度也不是该法定刑内的某个刑种、刑度外，还

有其被减轻的“法定刑幅度”原则上不受限制。具体可以是具体个罪定罪确定的法定刑

幅度的“下一个”，也可以是它的“下几个”。如对于 2008 年“广州许霆恶意取款案”，因

许霆被评价为具有程度较大的酌定减轻处罚情节，(69) 在“本应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的情况下，并没有在其下一个量刑幅度即“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判处，而

是在其下几个量刑幅度即“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内，判处有期徒刑 5 年。(70)

第三，不可将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的适用视为可有可无的事。既然是刑法明确规定的

量刑制度，那么在量刑中就必须依法适用。虽然实践中的罕见适用主要是因为其适用的

程序复杂，但这不能是其不被适用的理由。基于刑法的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和

罪责刑相适应等基本原则，只要案件事实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或人身危险性需要适用酌

定减轻处罚，都应无条件启动程序予以适用。

3. 宣告刑的裁处

综观我国当前的刑法理论和实践，所谓宣告刑是指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对具体犯

罪判决宣告的应当执行的刑罚，(71)是“对被告人最终所应判处的刑罚”，(72)是“审判机关对具

体犯罪案件中的犯罪人依法判处并宣告的应当执行的刑罚”，(73) 是“根据量刑情节调节基

准刑，并综合全案情况依法确定”的刑罚量。(74) 以上界定意味着，将宣告刑定位为针对全

案和直接作为执行根据的“最终所应判处的刑罚”是当前刑法理论与实践的共识。

然而，如此界定，显而易见地违背了我国刑法立法的规定。按刑法立法规定，宣告刑

只是针对具体个罪而不是全案宣告的刑罚；在案件存在数罪、可予刑期折抵的先行羁押

(69)	 即“鉴于许霆是在发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产生犯意，采用持卡窃取金融机构经营资金的手段，其行为与有预

谋或者采取破坏手段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有所不同；从案发具有一定偶然性看，许霆犯罪的主观恶性尚不是很大”。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穗中法刑二重 2 号刑事判决书。

(70)	 参见前注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穗中法刑二重 2 号刑事判决书。

(71)	 参见前注 (8)，张明楷书，第 673 页；贾宇：《刑法学》（下册·各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1 页。

(72)	 前注 (42)，戴长林、陈学勇文，第 55 页。

(73)	 前注 (16)，高铭暄、马克昌主编书，第 316 页。

(74)	 前注 (25)，《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1〕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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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执行刑适用的情况下，在针对具体个罪作出宣告刑后，还要根据相应刑法规定作出执

行刑。如按《刑法》第 69 条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是对数罪的具体个罪分别定罪和分

别作出宣告刑，再依据数罪并罚的原则作出执行刑，即“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另外，

在案件需要适用刑期折抵、缓刑、减刑、假释等时，如后文所述，按刑法相应规定，所做出

的“最终刑罚”也不是宣告刑，而是执行刑。这意味着，宣告刑要成为最终拟移交执行

的刑罚，必需是案件只是单个犯罪、无需适用刑期折抵和缓刑等极特殊的情况下；否则，

宣告刑还不是最终的刑罚，最终的刑罚是后文展开的执行刑。

在我国传统理论上，对宣告刑是有着合理认知的。如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高格教授

特别强调，“法定刑与处断刑、宣告刑及执行刑不同，不能混淆”，其中将宣告刑界定为

“审判机关根据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和案件具体情节，对犯罪分子以判决的形式宣告的刑

罚”(75)。又如刑法学者萧开权研究员也认为，“对单一犯罪来讲，执行刑就是宣告刑；对数

罪并罚来讲，执行刑则不等于宣告刑”(76)。显然，以上理解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事实上，宣

告刑在性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裁判上的刑罚。一方面它以法定刑或处断刑为基础，在法定

刑或处断刑范围内作出；另一方面它并非就是行刑的直接执行依据。在案件存在数罪并

罚或刑期折抵等量刑制度要适用的情况下，宣告刑还要形成执行刑，以作为拟交付的刑

罚，由审判机关移交给执行刑机关执行。

实践中对宣告刑概念界定的以上误区，会带来诸多悖论性的连锁反应。一方面，让

刑事审判不能准确和全面地适用刑法关于处断刑、宣告刑和执行刑的规定。如把本是处

断刑裁处根据的减轻处罚情节，作为宣告刑裁量的一种情况裁处，具体区分刑法关于个

罪是单一还是数个量刑幅度，分别“在法定最低刑以下确定宣告刑”和“在法定量刑幅

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确定宣告刑”，(77) 从而违法地将两个不同层级法定刑幅度的刑罚，

合并到一个层级的法定刑幅度内裁处。另一方面，无法认清量刑的完整运行过程。这不

仅是认知不到法定刑在运行过程中，除了有宣告刑外还有处断刑、免刑和执行刑这些必

要形态，而且是认知不到法定刑在量刑中的这些司法形态，是在不同法定刑幅度层级裁

处的事实。应当说，《量刑指导意见》为各“常见量刑情节”设置量化比例和将各量刑

情节放在一起进行量化运算的悖论性思路与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正确认知宣告刑

概念所致。基于宣告刑的以上误区与问题，为确保宣告刑的公正合法适用，需特别重

视如下几点：

第一，在裁量根据上，宣告刑事实上只以法定或酌定从轻或从重处罚情节为根据。

从表面上看，宣告刑是审判机关对犯罪人根据全案量刑情节裁量宣告的刑罚。但从宣告

刑与法定刑、处断刑、执行刑、免刑在量刑情节上的内在关系来看，宣告刑只不过是根据

从重或从轻处罚情节进行裁量的刑罚。这是因为，在四种功能的量刑情节中，因减轻和

(75)	 高格：《定罪与量刑》，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6 页。

(76)	 萧开权：“执行刑”，载《中国刑法词典》编委会编：《中国刑法词典》，学林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11-412 页。

(77)	 参见前注 (25)，《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1〕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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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处罚情节分别为处断刑和免刑的裁处根据；而事实上只有从重和从轻处罚情节可以

作为宣告刑的事实根据。而且，从立法上看，《刑法》第 62 条关于从重和从轻处罚情节

“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罚”的规定，也符合刑法将从重和从轻处罚情节放在

同一法定刑幅度内综合裁处的量刑机理。

第二，在裁量方法上，需要正确理解和适用“从轻处罚”和“从重处罚”。对此，理

论上和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概括起来，大体有“中线”法、“两端”法、“同类相比”

法、“相对”法、“实证归纳”法和“数学运算”法等六种。(78) 其中，“相对”法较为合

理。其他方法，要么因为把法定刑中的某个刑罚种类或刑度误认为法定刑本身，要么因

为“一刀切”的极端性和片面性，要么因为方法标准的本身似是而非，要么因方法机理

不合量刑规律，都不太可取。只有“相对法”，因其将“从轻”“从重”相对于“不具有

这种从重情节或从轻情节”，而能够比较明确、具体地确定“从轻”“从重”在具体个罪

宣告刑裁量中的相对位置与作用力大小，可以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也就是，这里的“相

对”是相对于具体个罪的具体情况，而不是超越具体个罪的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抽象立法

性的所谓“量刑基准（点 / 幅度）”。其中，具体个罪所具有的所有从重从轻处罚情节，都

要放在作为量刑基准的法定刑幅度内进行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大小的考量，包括各

情节间的关系与逆向功能情节间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大小考量，最终基于自己的

知识、经验、良知和所有法律的相关规定作出宣告刑裁处。在这里，可以借助现代信息系

统甚至人工智慧系统做考量上的辅助，但那只是提升办案效率的考量上的辅助工具，而

不是挤压法官量刑裁量权和左右量刑结果的藩篱。

4. 执行刑的裁处

所谓执行刑，并不是执行机关对犯罪分子实际执行的刑罚，而是审判机关在量刑时

裁处的刑罚裁量上的刑罚。因此，理论上将其界定为执行机关实际执行的刑罚，是犯罪

分子实际执行的刑罚，(79) 是刑罚执行机关对犯罪人实际执行宣告刑的结果 (80)。笔者认为，

实践中把宣告刑视作最后的拟移交执行的行刑依据是认识上的误区。基于我国现行刑

法，所谓执行刑，应是指在宣告刑基础上作出的或在原执行刑基础上，基于数罪并罚、刑

期折抵、缓刑、减刑、假释等刑罚制度裁处的拟交执行阶段执行的刑罚。根据相关立法，

具体是：（1）基于《刑法》第 41 条、第 44 条和第 47 条、《监察法》第 44 条和《行政处

罚法》第 28 条以及众多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被判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的案件存在刑事

诉讼上的刑事拘留、逮捕和监察调查上的留置、行政处罚上的行政拘留、各诉讼程序违反

上的司法拘留等“先行羁押”时，需羁押 1 日折抵管制 2 日、折抵拘役和有期徒刑 1 日。

（2）基于《刑法》第 69-71 条的规定，在案件存在数行为而不是法定或处断一罪的情况

下，需先就各行为分别定罪和分别确定宣告刑，然而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合并决定应

(78)	 参见石经海：《量刑思维规律下的量刑方法构建》，载《法律科学》2008 年第 2 期，第 39 页。

(79)	 参见前注	 ，贾宇书，第 11 页。

(80)	 参见陈忠林：《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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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的执行刑。（3）基于《刑法》第 72 条等的规定，对综合全案的社会危害性较小（案

件性质）和人身危险性较小，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在宣告刑基础上，综合全案量刑事实

作出执行刑。（4）基于《刑法》第 78 条、第 81 条等的规定，犯罪人在刑罚执行过程中

出现人身危险性减小的事实时，需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减刑、假释程序），由审判机关的

“刑事审判庭”变更原来的量刑结果，作出新的拟移交执行的执行刑。

以上各情形下所作出的执行刑，是基于数罪并罚、刑期折抵、缓刑、减刑、假释等刑罚

制度的立法规定，针对全案和综合所有具体个罪的所有相关量刑事实和情节制度的。它

无论在裁处的事实和法律根据上还是在针对的对象上，都与宣告刑等不同，不可将分属

执行刑与宣告刑的对象混在一起裁处，以免背离刑法立法的规定和法定刑在量刑过程中

的运行原理。

Abstract:	To	be	different	 from	the	 fundamental	 justification	of	sentencing	and	guiding	
principles	of	sentencing,	 the	concept	of	 the	basic	criterion	 for	sentencing	should	be	defined	
as	the	amount	of	penalty	used	as	the	initial	standard	of	sentencing	which	is	determined	by	its	
constituent	facts	of	the	specific	crime.	Based	on	the	criminal	law	principles,	such	as	the	principl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the	basic	criterion	for	sentencing	is	not	a	

‘point’	or	‘range’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split	constituent	facts	of	crime	within	the	statutory	
sentence	in	the	sentencing	operation,	but	the	statutory	sentence	itself	determined	by	convic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ent	facts	of	the	specific	crime.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basic	criterion	for	
sentencing,	 it	does	not	determine	a	starting	point	 for	sentencing	and	baseline	sentencing	and	
should	not	generally	quantify	all	 the	sentencing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but	is	based	on	the	
criminal	law	legislation	about	classification	provisions	of	sentencing	circumstances	on	immunity	
from	punishment,	reduction	of	punishment,	 lighter	or	heavier	punishment,	and	the	sentencing	
system.	I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ncurrent	punishment	for	several	crimes	to	apply	
in	turn	exemption	from	criminal	penalty,	application	penalty,	declared	sentencing	or	execution	
penalty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sentencing	circumstances	system	of	th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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